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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盛事，全省覆盖，全民参与。每个市县（三沙除
外）都设专场，选手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地域，演唱曲
风多样，形式丰富，不但吸引了诸多省内优秀歌手报名，还
吸引了部分省外歌手参与。

在三亚站，年轻的歌手许笑菲一鸣惊人。海南日报记
者了解到，许笑菲是北京人，在三亚旅行期间看到“中国好
声音”（海南）的消息，果断报名参与。在随后的音乐“旅

程”中，为了参加活动，许笑菲在北京、海南两地之间多
次往返，却乐在其中。

在临高站的活动中，观众得以现场听到以
王妹 、王冬梅为代表的哩哩美合唱团演唱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临高渔歌

哩哩美，专业而充满地方特色的演唱让不少观众大饱
耳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深入挖掘海南少数民族优秀歌
手，该活动组委会还结合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
三”，推出了2021海南少数民族歌手大赛暨“中国好声音”
（海南）“三月三”专场活动，为海南少数民族歌手量身打造
5场音乐活动。

白沙“三月三”少数民族歌手大赛共有51组少数民族
选手参与，分别来自黎族、苗族和彝族。“希望可以通过我
的歌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白沙黎族的歌曲。”来自青松
乡拥处村的选手吉天生说。

东方站首场活动上，60岁的苗族选手盘秀容与自己

11岁的孙子蒋青琳同台献唱，盘秀容演唱了苗族民歌《马
古造歌》，唱法新颖，旋律动听。蒋青琳则演唱了《多情苗
寨请你来》，祖孙二人双双获得评委认可。

“听说东方要举办‘中国好声音’活动，我非常激动，早
早就报名了。”盘秀容说，“只要身体还允许，我一定会努力
传播苗族民歌，让更多人听到苗族民歌。这是我作为苗族
民歌传承人的责任。”

活动中，身着黎锦的李世香带来了黎族民歌《爱情故
事》，其韵味悠长、旋律婉转，备受众人关注。“我从小就跟
着奶奶学习黎族民歌，也希望能将这些歌曲传承下去。”李
世香说，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希望借助“中国好声音”（海
南）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黎族民歌的魅力。

好声音渴望大舞台。在4
个月的音乐之旅中，许多海南
民间歌手站上舞台，亮出了
自己的好嗓子。

例如从洋浦站脱颖而
出的张雪蕊。在7月3日
的星耀之夜活动中，她
以一曲深情的《给我一
个理由忘记》打动了现
场听众。实际上，就
在不久前，她刚刚获
得了2021国际声乐
公开赛流行音乐公
开组一等奖、2021
博鳌艺术节青年歌
手大赛海南赛区银

奖，2020年，她还曾获得《我要出唱片》网络人气王，是不
折不扣的专业人士。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
个人……”在集结之旅中，来自三亚站的歌手王孟让人印
象深刻：音色柔美动听，演绎婉转细腻，与知名歌手周深颇
有几分相似，甚至有观众称他为“三亚周深”。

本次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创作歌手。
来自三亚站的白菜组合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乐

队。过去，他们一般是在三亚的海边表演自己的原创歌
曲，缺少一个专业且广为人知的舞台。得知“中国好声
音”（海南）启动时，成员们当即一致决定报名。键盘手苏
陵说，通过参加演出，他们不仅提高了团队的演出水平，
还提高了知名度。星耀之夜活动中，他们表演了组合的
原创歌曲《有奶茶的滋味》，为他们赢得了巅峰之夜的入
场券。

除此之外，本次盛事还吸引了不少网红歌手积极报

名。例如在某短视频软件拥有20多万粉丝的儋州站歌手
黎乐和三亚站歌手符仁天，他们依靠唱歌已经在网络上聚
集了不少人气。谈及报名的原因，他们坦言是为了在专业
舞台上一展歌喉，得到专业的帮助和指导。

少数民族歌手也借此机会，展示了民族的音乐特色。
“对于音乐人来说，‘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很棒的平

台。”闯入巅峰之夜的黎族组合哥妹组合成员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黎族音乐很少登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想通过比
赛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黎族民歌，传播黎族音乐。”

实际上，参赛前，哥妹组合曾担心大家会因为听不懂
黎族方言而不喜欢黎族音乐，“虽然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也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这一阶段，这足以说明音乐是世界
通用的语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我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少数民族歌手坚持学习、打
牢基础，唱出民族特色。”音乐筑梦人之一、海南著名唱作
人杨文强说道。

7月3日、4日，
“中国好声音”（海
南）星耀之夜和巅峰
之夜在海口吾悦广
场户外举行。大手笔
打造的舞美装置，不
断变幻的华美视觉，和
恰到好处的音响效果让
现场观众接连度过了两
个难忘的夏夜。

记者了解到，为了办
好这场万众瞩目的音乐盛

事，组委会下足了功夫。例

如在集结之旅中，在海口观澜湖新城内的室内舞台上，伴
着音乐节奏，各种组合的灯光不停变换，多彩跃动的灯光
照亮舞台，光影效果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每个歌手都渴望有专业的大舞台。”90后创作歌手
顾启源说，“参加‘中国好声音’，我享受到了这样的舞台，
感觉非常棒。”

在本次盛事中，顾启源先后演唱了自己的两首原
创歌曲《心悸》《阿嬷》，“选择在这个舞台上演唱原创
歌曲，是因为这是个专业的舞台，我希望能够从这里得
到评委的专业建议和意见，帮助我在创作的道路上继
续进步。”

事实上，如顾启源所愿，本次音乐盛事的另一大看点
正是专业且舞台经验丰富的音乐筑梦人。记者了解到，为

了帮助歌手们成长，组委会从全国各地邀请了专业人士担
任音乐筑梦人，其中既有来自专业院校的资深老师，也有
常年活跃在舞台上的歌唱艺术家。

“参加中国好声音比赛，得到评委专业点评，我知道了
自己的优势，更知道自己的不足，我将进行有针对性的练
习，争取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乐东站歌手、
退役的兵哥哥吴雨佳说。

“从活动开始到现在，我看到了歌手的音乐天赋，他
们在成长，有些歌手第一次参加活动还很青涩，现在再去
听他的歌已经很成熟。”音乐筑梦人王蕾说，自己一路见
证了歌手的成长，也看到他们为梦想付出的努力，希望他
们能借助“中国好声音”（海南）的平台，将海南好声音传
播得更远。

全省覆盖 风格多样

高手云集 唱作俱佳

炫丽舞台 专业点评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7月4日晚，海口吾悦广场上人头攒动，
座无虚席，甚至场外都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
了人。这是椰牛2021“中国好声音”十周年
音乐盛典（海南）“巅峰之夜”的现场。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此次比
赛的歌手年龄不同，曲风多样，从不同角度充
分展现了海南音乐人的实力。现场既有《乌
兰巴托的夜》这样的经典曲目，又有《那些你
很冒险的梦》《太阳》这样的流行音乐，还有包
括顾启源、白菜组合等歌手带来的原创音乐
作品，以及《黎家美》《犁田谣》等富有少数民
族风情的歌曲。

“离别总是难分，一首老歌，其实我们都
一样，都已长大……挥手道别，带不走的是海
口的故事！”来自三亚站的白菜乐队带来的原
创歌曲《我来海口这几年》，让不少观众动
容。这是一支由几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组建
的乐队。他们特意选择在海口表演自己关于
海口的原创曲目，通过艺术表达，一抒胸臆，
引起了观众共鸣。

炫丽的舞台上，歌手陶醉地唱着；舞台
下，观众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沉浸在音乐
中。荧光棒与灯光相辅相成，现场汇集成了
一片五彩斑斓的“海洋”。在熟悉的《龙卷
风》中，观众随着旋律挥动双手；呢喃与高歌
交替的《山海》让人感受到爆发的力量，观众
禁不住阵阵尖叫；情真意切的《父亲写的散
文诗》则让观众想起自己的父亲，万千思绪
浮上心头。

“我住在龙昆南路，昨天从朋友圈看到这
个消息，今天就特地和家人过来观看表演。”
海口市民于猛告诉记者，自己特地就近解决
了晚饭，饭后就赶紧来占好位置。

“90后”姑娘林珑和朋友来自湖南，在海
口旅行时刚好看到前一晚星耀之夜的表演，
于是决定今天再到现场见证“巅峰”，“我们平
时也喜欢唱歌，所以来看看高手交锋。”

除了现场观看外，没能来到现场的观众
也可以通过直播观看。记者注意到，海南日
报抖音号、海南日报视频号、南海网抖音号、
南国都市报抖音号、新海南客户端以及视频
直播等六大平台同步直播巅峰之夜活动，音
乐爱好者们一边观看直播，一边发表自己的
见解，抖音平台上，直播弹幕不断滚动：“这首
歌唱得真不错”“这个歌手台风很棒”……

“希望以后能常常举办这种活动，丰富我
们的文化生活。”于猛说。

（本报海口7月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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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晚，随着全体歌手齐声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椰牛·2021“中国好声
音”十周年音乐盛典（海南）［以下简称“中
国好声音”（海南）］在海口吾悦广场画上了
圆满句号。

自3月全岛同步启动以来，“中国好声
音”（海南）持续百日，近2000人报名，81
场演出，媒体平台共举行67场直播，网络
直播浏览量达700余万次。

这是“火”力四射的音乐盛宴，丰富了
海南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是来自海之南的
好声音，唱出了海南自贸港的音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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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椰牛·2021“中国好声音”十周年音乐盛典（海
南）“星耀之夜”活动现场。

77月月44日日，，椰牛椰牛··20212021““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十周年音乐盛典十周年音乐盛典（（海南海南））““星耀之夜星耀之夜””选手合影选手合影。。

这场持续4个月的盛事在海南掀起了一场音乐
浪潮，丰富了海南人民的文化生活。譬如在东方站，
几千名群众自带凳子，到现场观看比赛，为喜欢的歌
手打气助力。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中国好声音》，听说这次
在家门口办，我们吃完晚饭就赶紧来了。”在琼海站，
提前赶到演出现场的市民陈曼说，比赛不仅为身边
热爱音乐的朋友提供了展示才艺的平台，也丰富了
广大市民的精神生活。

“《中国好声音》是国内久负盛名的原创励志音
乐评论节目，也是发掘音乐人才、培育音乐明星的舞
台。”“中国好声音”（海南）总冠名商海南新大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廷艺说，希望借此机会挖掘海南本
土优秀歌手，为喜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展示自
我的平台，提升海南文化软实力，共同推动海南自贸
港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今年初，海南“十三五”建设发展辉煌成就系列
之第九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省将全
面提升海南文化软实力，推出一批高质量的优秀文
艺作品，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主题，组织
开展一系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好声音”（海南）不仅是一场音乐活动。用
音乐筑梦人之一吴敏的话来说：在推动海南文化产
业发展方面，本次比赛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
极作用。

比赛一方面聚才育才，为民间高手提供更大的
舞台：1805名歌手报
名，其中10名将代表
海南参加中国好声
音十周年音乐盛典
全国试音会，在全国

舞台上唱出海南好声音。
另一方面，比赛影响广泛，开拓与推广了海南的

音乐市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充分发挥媒体办活动
的优势，调动各方媒体资源，采用立体式多角度多平
台报道，全程多平台直播。

“中国好声音”（海南）是海南文旅融合的催化
剂。活动的举办，既给各地带来了可观的客流，也
成为各市县展示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的平台，通过
网络直播、新闻报道等方式，活动的影响力从现场
延伸至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展示了各市县良好的城
市形象。

“作为海南省委机关报和海南最大的文化单位
之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一致致力于推动海南文化
事业发展，多年来策划主办了大量文化演艺、文化节
庆活动。”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在未来，将以“中
国好声音”（海南）为新的起点，继续谋划更多更好的
品牌活动，助力海南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海口7月4日讯）

D 丰富文化生活 提升文化软实力


